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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中央企业综合指数（2013年7月16日—7月22日）

本报记者 陈欣媛

国资委赴央企和地方国资系统密集调研

为全面了解今年上半年中央企
业经营情况和地方国资委国资监管、
国企改革发展有关情况，研究部署下
半年工作，国资委领导近期分赴部分
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调研。

7月8日下午， 国资委副主任、党
委委员黄丹华在京主持召开部分中
央企业负责人座谈会；9日，国资委副
主任、党委委员徐福顺在深圳主持召

开部分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负责
人座谈会。会后，徐福顺到南方电网、
南航集团、中广核集团、华侨城集团
调研；9日下午，国资委副主任、党委
委员金阳在京主持召开部分中央企
业负责人座谈会；11日下午， 国资委
纪委书记、党委委员强卫东在京主持
召开部分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负
责人座谈会。

12日，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
副主任张毅赴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进行了调研，并在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持召
开部分在京中央企业负责人座谈会。
会上，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冶
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材料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中国
保利集团公司等六家企业有关负责
同志汇报了企业上半年生产经营情
况。

张毅充分肯定了6家企业为实现

“保增长”采取的有效措施，强调中央
企业一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为
实现国民经济稳增长、稳中求进作出
积极贡献；二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
安全生产， 确保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三要扎实有效地组织好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正面典型要树立，反面
典型要查处。

国务院国资委办公厅、 综合局、
党建局、研究局、机关党委有关负责
同志陪同调研和参加会议。

北新建材：八年博取世界第一
本报记者 鲁 扬

封面公司

观察

央企需练好
舆情危机应对“秘籍”

万斯琴 梁隽妤

与大多数人心中的强势形象相反，面对媒体的时候，
央企往往是弱势的。遇到舆论危机时，央企仍然普遍存在
反应速度较慢、采用沉默方式应对、官方发言人机制使用
率低或发言不当、 较少使用新媒体、 删帖等不当公关行
为，往往导致事态更加严重。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在《2012年央企网络声誉管理研
究报告》中预判，央企在2013年可能面临的舆情压力有：
央企向非主业进军以及民企遭遇“玻璃门”问题，可能带
来舆论对国进民退的批评；物价上涨的压力可能进一步
强化舆论对央企社会责任的批评；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过程中， 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以及所出现的巨额亏损，
可能引起舆论对央企竞争力的质疑；收入分配改革及社
会贫富差距问题，可能加重舆论对央企薪酬福利及高消
费问题的抵触情绪，加重普通网民群体与央企利益群体
之间的情感断裂；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开展，
在提振民众预期的同时，也可能将央企贪腐、高管作风
及工程项目违规等问题置于更严厉的网络舆论监督之
中。

面对这份舆情报告，央企们在2013年非常“配合”地
爆出如下新闻：“大量石油被央企独占 民营经济入石油
业遭遇玻璃门”（《中国经营报》）；“天然气涨价 央企‘垄
断’管道功不可没”（《中国经营报》）；“魏家福掌舵中国远
洋两年亏200亿”（《新京报》）；“中铁建招待费超八亿 ”
（经济之声《天下公司》）；“华润集团董事长被举报 华润
电力放量大跌10%”（新浪财经）。

央企面对媒体时如此弱势的关键在于公信力的缺失
和傲慢的态度。人民网副总编辑董盟君指出“我们通过很
多的事件研究发现，一旦央企出事了，公众的第一反应肯
定是谴责央企”，“沉默并不代表能轻易过关，而正是这种
态度才是造成给公众刻板印象的原因”。

央企多为传统行业， 对近年来新兴媒体的关注和重
视不够是导致央企成为舆论弱势群体的主要原因之一。
面对负面舆论，央企首先应摆正心态，毕竟央企的使命除
了国有资产增值之外，还要服务公众。同时，中央企业应
在国资委的督导下练好舆情危机应对的“秘籍”。

首先，要修炼铁杵磨成针的“内功心法”，持之以恒地
做好新闻宣传工作。舆论危机在现代社会，尤其在社会化
媒体高度发达、人人都需要表达的时代，可以说是无处不
在，随着公众维权意识的提高，危机爆发的频次也大大地
增强一个企业的危机。 企业遇到危机往往最先想到的是
“灭火”，殊不知，有时越灭越大，反倒引火上身，甚至给企
业造成致命的创伤。所以，仍需要有“百尺竿头须进步”的
“内功心法”，同经济工作相适应，营造更为良好的发展环
境。

其次，要修炼新闻发言人的“声态圈”，增信释疑是
解决问题的良好选择。目前，中央企业普遍建立了新闻
发布制度，明确了新闻发言人。值得一提的是，国资委
更是向社会公布央企新闻发言人的联系方式等方法来
加强沟通，来提升央企的公众形象。但是，仍需要有积
极主动的举措，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搭建好企业与外界
沟通交流的桥梁。尤其在进行危机管理时，企业新闻发
言人要充分掌握媒体应对实战技巧，使“危机”变成“转
机”。

最后，要修炼新媒体“新招式”，传递正能量。继纸媒、
网媒之后，手机报、微博和微信等诸多社交平台，以其强
大的传播性、 及时性和互动性引领着这一时代的“麦克
风”。虽然，一些央企加强了新闻发布机制和舆情监测研
判处置机制，但是，仍需要强化新闻宣传工作的创新性，
以不变应万变，塑造企业良好品牌形象，提高企业管理水
平。始于网，止于网。在一个人人都要表达的社会，如何表
达是防止危机最有效的武器，互联网不仅仅是一种工具、
一种载体，是搅动、聚合、释放民意的平台，更是回应关
切，传递正能量的平台。

北新建材以“品
牌建设” 和“技术创
新”为两大战略引擎，
是全国少有的把品牌
建设提升到与技术创
新同样战略高度的制
造业企业。2012年，北
新建材石膏板业务规
模超越两家世界500
强同行法国圣戈班集
团和拉法基集团，跃
居全球第一。

2012年，作为中关村最早的一批
上市公司之一，1997年上市的北新建
材（000786）在沪深两市全体建材行
业上市公司中业绩可谓一枝独秀：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继续保持30%的
增长速度，继续保持30%的现金分红；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保持超过
利润总额的良性高质量经营，全年股
价比年初增长60%。

到了2013年一季度，公司净利润
继续保持30%以上的增幅， 上半年各
项主要业务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作为
央企世界500强中国建材集团旗下成
员企业，为实现央企“保增长”和“做
强做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兵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说，2012年，北新建材石膏板业务规
模超越两家世界500强同行法国圣戈
班集团和拉法基集团，跃居全球第一。
这为实现北新建材成为核心业务排名
全球第一，有自主品牌、有自主知识产
权、 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新型建
材产业集团，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从中国制造
到中国品牌

从“中国第一”、“亚洲第一”
到“世界第一”，北新建材在短短
的八年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让企业品牌成为中国的国家名
片，这是无数中国企业的梦想。

作为北新建材董事长，王兵也时
刻梦想着中国品牌可以代表国家形
象而备受尊敬，并为之不懈努力着。

“现在， 我们国家的一些产品走
出去遇到很多困难，比如国外的反倾
销调查， 主要是因为价格上不去。如
果我们中国的品牌不仅在技术、质量
上超过外资同行，而且在品牌和价格
上超过外资同行，中国制造才算彻底
站起来。”王兵告诉记者，北新建材不
仅在规模、质量、技术上超过世界500
强外资品牌，在销售价格方面也超越
了世界500强外资品牌， 这代表了中
国自主品牌的发展方向。可以自豪地
说，我们为中国的建材工业在世界舞
台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王兵表示，“北新建材作为中国
新型建材的领军企业，一直肩负的是
创造世界级民族自主品牌，让‘中国
制造’成为‘中国创造’，进而走向世
界的责任和使命。”

最近八年，北新建材迎来了高速
发展，一直以“品牌建设”和“技术创
新”为两大战略引擎，是全国少有的
把品牌建设提升到与技术创新同样
战略高度的制造业企业。王兵告诉记

者，如今，北新建材荣登世界品牌实
验室发布的亚洲品牌500强， 与TOTO
和立邦同列亚洲最具价值的三大建
材品牌。包括奥运会、世博会、全国各
地地标建筑到天安门城楼粉刷工程、
全国各类获奖工程的90%都是采用北
新建材的龙牌系列产品，龙牌还是极
少几个荣登全国五星级饭店装饰工
程首选品牌的中国品牌。在法国巴黎
举行的全球石膏行业大会上，北新建
材蝉联“全球石膏行业年度公司”大
奖，成为全球唯一一家连续获得此项
殊荣的企业。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中国第
一”、“亚洲第一”到“世界第一”，北新
建材在短短的八年间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 自2004年32岁的王兵担任北新建
材总经理至今， 北新建材连续八年保
持每年25%—30%的增长速度，净资产
收益率从6%提升到20%， 成为中国建
筑材料工业“靠新出强”的典型。

从“看天吃饭”
到内涵式增长

北京首都机场 3�号航站楼、
“鸟巢”、“水立方” 等国家级大项
目，强化了北新建材品牌的形象。

正在北新建材快速发展之际，中
国经济却开始转型进入中速增长时
期。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也对北
新建材影响明显。

但王兵凭借对趋势的准确研判，
坚定地认为经济在一定周期内下滑
不一定是坏事，通过优胜劣汰，可以
让优势企业变得更强。王兵说：“企业
可以依托宏观形势的红利获得资源
和效益，但一定要明白增长的源泉是
什么， 外延式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做企业不能‘看天吃饭’，归根到底要
转型升级，走内涵式增长道路。”

可以说，产品品质和创新是洞开
一切市场的不二之选。 记者了解到，
北新建材开发出达到国家一级防火
墙标准的龙牌石膏板轻钢龙骨隔墙
系统，耐火极限可达4小时。自主研发
的Z型和Ω型专用隔声龙骨，可实现66
分贝隔声性能，相当于几乎一米厚水
泥墙的隔声量。在坚持产品为王的同
时， 北新建材进行商业模式创新，为
客户提供从项目预算和材料设计咨
询、 建筑品质和节能全套解决方案、
产品定制和配载物流等全程服务，形
成北新建材内涵式增长的坚实基础。

王兵回忆说， 北新建材曾作为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供货商之一，
分享了绿色奥运下的巨大商机———
北京首都机场 3 号航站楼、“鸟巢”、

“水立方”等国家级大项目，强化了北
新建材品牌的形象。北新建材参与的

北京当代万国城MOMA项目是时代周
刊2008年世界十大建筑奇迹之一，其
对隔墙节能、防火、隔声及吊顶造型
都有着很高的要求。

王兵自豪地说，北新建材提供的解
决方案完全满足其设计要求，开辟了我
国高档住宅隔墙和吊顶大规模采用石
膏板体系的新时代，并由此赢得了对质
量要求极为苛刻的高端酒店的关注。

从绿色建筑材料
到抗震节能房屋

对于新型城镇化，王兵的梦
想是：“让6层以下的房屋建造不
再用砖头水泥， 让6层以上的房
屋建造实现工业化预制。”

2010年，北新建材提出“绿色建筑
未来”的企业使命，致力于打造绿色建
筑的全套解决方案。王兵告诉记者，北
新建材从原材料的获取方式上， 大大
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 降低了对
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 北新建材是全
国十大循环经济企业之一， 全国火力
发电厂燃煤脱硫石膏近一半是由北新
建材消纳的。 通过生产过程的技术创
新，大幅降低能耗等措施,采用北新的
系列产品绝大部分减少建筑垃圾和浪
费，实现建筑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循环。
根据王兵的理解， 新型城镇化应该是
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应该是安全低碳
节能生态环保舒适的城镇化。 围绕新
型城镇化， 北新建材将新型房屋业务
确立为公司的战略性主业， 全生命周
期的绿色循环理念在北新第三代“圆
梦” 房屋———“新型抗震减灾房屋”上
表现得尤为突出。

北新建材最新研发成功的第三代
“圆梦” 房屋产品全部使用北新建材的
绿色环保材料， 实现工业化生产方式，
抗震性能达到9度设防， 抗台风12级安
全保障，采用A级防火材料建造，是真
正安全、美丽、放心的新型房屋。房屋套
内面积比传统房屋增加10%以上，层高
净空增加30公分。 北新圆梦房屋实现
75%的节能水平，比传统房屋节能效果
大幅度提高，夏天空调和冬季采暖运行
费用都大幅降低。未来如需进行建筑拆
除，不仅拆解方便，而且90％的材料都
可回收再利用， 直接用于其它建筑安
装，或作为原材料循环使用，从而大大
减少建筑垃圾的产生。

对于新型城镇化， 王兵的梦想
是：“让6层以下的房屋建造不再用砖
头水泥， 让6层以上的房屋建造实现
工业化预制。” 北新圆梦房屋目前已
在北京、四川、山东、河北、甘肃等多
个省市进行示范推广，将为全国的旅
游建设、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做
出贡献，为落实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
明和美丽中国做出央企应有的贡献。

王兵， 博
士 研 究 生 学
历， 高级工程
师 ， 中 共 党
员。 现任中国
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
北新集团建材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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